
1922 年秋，山东早期共产党员
王翔千从济南来到青州，向学生介
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
命。他还注意在学生中培养积极分
子，为党组织的建立进行准备。他
虽在青州不到半年时间，却把马克
思主义的种子播撒在了潍坊大地
上。

1919 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青

州学生组织工、农、商、学各界及开明士绅，

在法庆寺举行万

人国民大会，声

援北京五四爱国

运动。潍县县立

中学、文华中学、

模范小学、高密

县立中学等学校

纷纷成立“学生

联合会”，宣布罢

课，开展反帝宣

传和查缉日货。

其他各县也纷纷

爆发了反帝爱国

学生运动，涌现

出一大批具有新

民主主义思想的
先进分子。五四

运动的爆发，使

马克思主义开始

传入潍坊地区。

1922 年秋，

山东早期共产党
员王翔千从济南

来到青州，担任

省立第十中学国

文教员。课堂时

间，向学生介绍

马克思主义理论

和俄国十月革

命。课余时间，指

导学生创办“新剧社”，编演新剧目，宣传新

思想、新文化，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此
基础上，在学生中培养积极分子，为党组织

的建立进行准备。

1923 年春，王翔千离开青州回到济南

工作，其弟王振千接替他的工作。王振千回

到十中，边教学，边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

传，使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继续扩大。此后，

王尽美、邓恩铭多次来到青州，在省立第十

中学、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省立甲种农业学
校、省立乙种蚕业学校等宣传革命道理，酝

酿 建 立

党 组

织。王尽美与邓恩铭帮助青州团组织创办

了《平民课》刊物，使马克思主义在青州广

为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青州广泛传播的同时，

寿光、潍县、诸城、高密和其他各县，均有一

些在外地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进行革命宣

传。潍县的庄龙甲，于 1921 年秋考入济南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寒暑假期间，他在毓华

小学、文华中学、文美中学、乐道院及周边

农村中，向热爱祖国、渴求进步的青年宣传
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马克思列宁

主义。在庄龙甲的组织宣传下，马列主义的
真理在潍县得到积极传播。

寿光县的张玉山，在济南省立第一师

范求学期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逐步
接受了马列主义。1921 年 5 月，张玉山同 8

名校友成立了以研究新思想、新文化、改革

乡村教育为宗旨的“青年互助社”，后因肺

病严重而逼迫辍学回乡。在寿光县张家庄

村，他一边治病，一边改革封建落后的乡村

教育制度。他同进步青年王云生创办了新

型学校、平民学校和女子学校，给学生讲授

新知识、新文化。

与此同时，二人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并
把马列主义思想传播给广大学生和农

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寿光县很

快传播开来。在这期间，中共一大代表

王尽美还多次回到家乡诸城县指导工

作，进行革命宣传，不仅使诸城涌现了

一批坚定的爱国者和革命者，而且使一

部分诸城籍进步分子活跃在外地从事

革命工作。马克思主义的广为传播，为

潍坊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定的
思想基础。

潍坊党组织在创立时期，经

历了一个先建团组织，后建党组

织，先学生后工农的发展过程。

1924 年 4 月，王尽美到省立十中，

在进步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和苏联十月革命，并组织建立了社会主

义青年团青州支部。8 月，经团中央批

准，青州团支部改建为青年团青州特别

支部，直属团中央领导。

1924 年 4 月，寿光进步青年张玉

山、王云生由邓恩铭、延伯真介绍，在青

岛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月，邓恩铭

到寿光指导工作，在张家庄村同张玉

山、王云生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指示

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努力发展团组织，

迅速壮大革命力量。遵照邓恩铭的指

示，二人在寿光和寿光、广饶边界地区

积极活动，很快发展两批青年入团。到

月底，全县发展团员 15 名。8 月，在中

共青岛支部负责人延伯真的主持下，二

人正式转为正式党员，并与广饶县的共

产党员延安吉组成一个党小组。这个
党小组是潍坊地区第一个党小组，

隶属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9

月，经中共济南地执委批

准，在原寿(光)广(饶)党

小组的基础上，成立

寿 (光 )广 (饶 )党支

部，隶属中共济

南地方执行

委员会。

潍坊第一个党支部、全省最早的农村党

支部在寿光诞生。

1925 年 1 月，在王元昌、赵文秀、李

春荣 3 名党员，杜华梓等几位团员转为

正式党员的基础上，中共青州党支部建

立，隶属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4 年夏，根据党的指示，在济南

省立第一师范入党的庄龙甲回到家乡潍

县，在毓华小学和二十里堡师范讲习所

等学校，向进步青年宣传革命道理和政

治主张，发展党团员。经过一段时间的秘

密工作，先后发展了田华宽、田智恪、庄
禄海入党，随后于 1925 年 2 月在庄家村
建立了中共潍县党支部，隶属中共山东

地方执行委员会。

1924 年在青岛入党，担任中共青岛

四方机车厂党支部书记和胶济铁路总工

会副委员长的傅书堂，因躲避反对派的

通缉，于 1925 年 7 月回到家乡高密从事

党的工作。他先在工人当中秘密进行革
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共产党的主张。

不久，便介绍尚鲁民、管宗学入党。8 月，

傅书堂在高密北关建立了中共高密城市

支部，隶属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

益都、寿光、潍县、高密等地的党

支部建立以后，潍坊地区党的活动日益

活跃，党的影响在各地群众中迅速扩

大，党的队伍在斗争中不断加强。到

1926 年春全地区建立党支部 20 多个，党

员人数达 200 人左右。同年 1 月，中共

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派关向应到潍县，

10 月，派宋伯行到寿光、益都县帮助工

作。 6 月，成立了中共潍县地方执行委

员会，庄龙甲任书记。同年 8 月和 10

月，中共寿光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和中共

益都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也相继建立，分

别由张玉山、宋伯行任书记；下半年，

中共高密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也在邓恩铭

等同志帮助下成立，傅书堂任书记。至

此，中共潍坊地方组织有了比较健全的

组织机构。

据 1927 年 4 月寿光、益都、潍县、高
密、昌乐、昌邑、诸城 7 县统计，共有 5 个
地方执行委员会， 67 个党支部， 636 名

党员，是当时山东省中共党组织最为活

跃的地区之一。

潍坊市档案局

周钦生 赵华伟 整理

红船领航 90 载，搏风击浪一帆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从南湖红船
到八一枪声，从井冈号角到长征壮歌，从抗日烽烟到建国大业，从改革春风到小康蓝
图，90 年波澜壮阔，90 年壮丽辉煌。七月一日这一天是永远被中国人民记住的重要
日子。此时，大家都会追思革命史绩，缅怀先烈功勋。

为了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本报与潍坊市档案局联合推出《红色潍坊》系列报
道，刊登中国共产党在潍坊的革命史迹，回顾先辈们在枪林弹雨中创立的丰功伟绩，

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潍坊第一个党支部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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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运动的影

响下，潍坊各地也纷纷

爆发反帝爱国学生运

动，涌现出一大批具有

新民主主义思想的先进

分子。五四运动的爆发，

使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

潍坊地区。马克思主义
的广为传播，为潍坊地
区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
坚定的思想基础。1924

年，潍坊第一个党支部、

全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
在寿光诞生。

据 1927 年 4 月寿
光、益都、潍县、高密、昌
乐、昌邑、诸城 7 县统
计，共有 5 个地方执行
委员会，67 个党支部，

636 名党员，是当时山

东省中共党组织最为活

跃的地区之一。

★

开栏的话

省 立 第 四

师 范 学 校
(现青州第
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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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

重在排毒

一次祛疣
120元

寻找 200 名复发患者
支原体、衣原体、

生殖器及肛门周围起
菜花、肉芽、鸡冠状增
生物，水疱、红斑、流
脓、丘疹、糜烂、溃疡，

如治疗不规范易癌变。

专治初发、复发性
病毒感染，3-7 天康复，

终生产生抗体，不复
发，信誉卡跟踪服务。

阳痿早泄
280 元

全电脑治疗仪“无
痛介入激活”疗法，激

活性腺神经，改善血液
循环，专业治疗阳痿早

泄、改善夫妻生活，随

治随走。

生殖延长
580 元

整形外科专家亲
诊，采用韩国纳米技

术，生殖延长，立竿见

影。一生一次终生受
益，随治随走，无副作

用，确保安全，绝对让

您信心百倍！

包皮包茎
80 元

引进韩式包皮环

切术，由男科专家亲
诊，无痛苦、不影响工

作，随治随走，愈后美
观圆滑。

腋 臭
300 元

采用韩式新技术
微创大汗腺清除术，彻

底治疗腋臭。无痛苦、

恢复快，随治随走。

免挂号费
请直接上三楼泌尿外科
节假日不休

早 8：00 —晚 18:00

潍 坊 市
尊 一 医 院

10 年内如有复发
承诺治疗直到彻底

男
女
泌
尿

湿
疣
疱
疹

地址：潍坊市北海路

与玉清街交叉口东 100

米（海关大厦东邻）尊一
医院三楼泌尿外科火车

站乘 23 路公交车直达。

电话：0536-2958602


